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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 70年经济学发展的若干特点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特别是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

飞速增长和社会的日新月异进步，经济学研究也呈现空前繁荣景象，

大量创新研究成果交替推出，在国际上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一批又一

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活跃在日益增多的研究院所、大专院校、各类

智库和咨询机构中，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经济科学的繁

荣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综观中国经济学七十年的发展，我认

为至少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研究、道路选择和重大决策必须建

立在正确掌握基本国情基础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是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的。中国社

会主义建设也要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才能顺利前进。中

国七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准确掌握，至

关重要。经过近三十年艰辛探索找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唯

一正确的选择。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根据中国处于而且将长期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基本的国情确立的。建国头三十年探索和

寻找适应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我国经济建设也取得

不小进展，比如建国初期仅用三年时间就医治了多年战乱造成的巨大

创伤，与此同时，没收官僚资本，发展国营经济。1952年，我国财政

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财政收支实现平衡；工业总产值比 1949 年增长

144.9％，主要工业品产量均已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农业总产值比

1949年增长 48.5％，粮食、棉花、糖料等产量和大牲畜、猪的年底头

数均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 2007 年版，第 137、139 页）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也

相当成功，1957年，工业总产值达 783.9亿元，比 1952年增长 128.3％，

年均增长 18％；农业总产值 1957年比 1952年增长 24.8％，年均增长

4.5％。（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63、164 页）1953–1978 年，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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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GDP 年均增速达 6.1％，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另根据美国经济史专家麦迪森的统计，195–1978 年，中国 GDP 年

均实际增速为 4.4%，而世界平均增长率为 4.6%。但是，由于对基本国

情掌握不够好，不少举措往往超越阶段，结果欲速则不达，造成大起

大落和重大损失。比如 1958 年 GDP 增长率高达 21.3％，而 1961、1962

年 GDP 连续三两年负增长，其中 1961 年竞下降 27.3％，1962 年下降

5.6%。“文革”1967、1968、1976年 GDP也是负增长，分别是—5.7％、

—4.1％和—1.6％。（《辉煌 70年》编写组编：《辉煌 70 年—新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成就 1949-2019》，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69页）

对于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当对许多知名经济学家如薛暮桥、孙

冶方、于光远、杨坚白、卓炯、沈志远等，都曾不同程度地从理论上

总结其惨痛教训。 

还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存在超越阶段问题。我国经济总量 2018年比 1952

年已增长了 174 倍，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了这么大幅度的提高，但是现

在和今后一段长时间内仍需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说明当

年的改造超越了阶段。所以，如何合乎逻辑地评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是值得经济学界认真研究的课题。 

与此不同，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一系列改革

开放的重大决策都是从确认中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作出的。正如邓小平 1980年 4 月说的，“要充

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

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

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

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12 页）1981 年 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

全会第一次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

经济学界对这方面研究也有贡献。1979年，苏绍智、冯兰瑞率先发表

文章，坦言中国并未真正建成社会主义，中国“还处在不发达阶段的

社会主义，还处在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苏绍智、冯兰瑞：《无产

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经济研究》1979 年第 5

期）于光远也曾回忆说，“1981 年我在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主张要将我国仍处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写入文件，以便更深刻地认识走过的弯路。

当时有的同志不同意这样做，还发生了争论。但最后，“社会主义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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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阶段”的概念还是等进了文件。”（于光远：《背景与论题：对改革

开放初期若干经济理论问题讨论的回顾》，《经济科学》2008年第 6期） 

正是由于大家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首先，改革开

放后采取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政策，解决了几千万甚至几

亿人的就业问题，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1997年党的十五大

进一步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肯定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 2018 年

底，我国私营企业数量 3143.26 万家，注册资本 233.5 万亿元；个体

工商户 7328.58 万户，注册资金 6.47 万亿元。民营经济贡献了 50％

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70％以上的

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经

济参考报》2019年 9 月 3 日）2018 年，当有人提出所谓“民营经济离

场论”、“新公私合营论”时，中央领导同志及时进行批驳，明确指

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

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

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8年 11月 1日））其实，随着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生产的个性化、多样化范围的不断扩大，社会化大生产并不是我们过

去想像的那样不断发展和持续的排挤小生产，规模经济效益将日渐缩

减，我们到现在还看不到个体私营经济消除的前景。 

       第二，研究和确立中期发展目标还必须切合阶段性特征。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几十代人的努力。中国是世界上

人口最多的大国，研究和确立中期发展目标时首先要从社会主义处于

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同时还要切合阶段性特征。党中央决定新

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范例。 

大家知道，我国改革开放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到

二十世纪末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2002年在起草十六大报告

时，对于新世纪头二十年的发展目标如何确定，曾有不同的设想，有

的地方和有的同志曾提出把加快实现现代化作为目标，而多数同志则

认为，我们当时已经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小康、不全面的小康、

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即使东部沿海城市大城市与山区、农村之间，

发展水平也有相当大的差距。据统计，到 2000年底，在全国除市辖区

以外的 2000 多个县级单位中，未达温饱线的占 22.8％，居温饱线和

小康线之间的占 63.2％，居小康线和比较富裕线之间的占 13.7％，达

到比较富裕线的只占 0.3％。（见《党的十六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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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读物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1 页）根据上述阶段性特

征，我国那时还没有达到可以全面开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条件。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

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

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

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

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

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

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特征，有利于

动员全国各族人民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贡献力量。 

新世纪以来直到 2018年底的实践证明，新世纪初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决策是多么的英明。2000 年，中国的人均 GNI（国民总收入）接

近 1000 美元，2001 年突破 1000 美元，而到 2018 年，则跃升至 9732

美元。一般估计，到 2019 年和 2020 年，肯定突破万美元，但还达不

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

7.4 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 94.4 个百分点。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时，我国将实现全部贫困人口脱贫。2002 年，当时估计到 2020 年

经济建设的最重要的成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和超过 3000 美元，

并认为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性标志。（见《党的十六大报告学

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3 页）实

际执行结果是大大超过了当时的设想，这也从一个方面显示中国改革

开放后呈现的令世人瞩目的“增长奇迹”。可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理论，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改革发展任务带动学科建设和发展。新中国经济学的大繁

荣是由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发展的伟大任务带出来的。社会

主义建设要问题导向，经济学发展则是任务导向，为解决时代提出的

任务而进行探索，寻找客观内在的规律性。 

建国初期，各方面一直在探索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也有不少研究成果。改革开放初期，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我们

是摸着石头过河，引入市场机制搞活经济，但是没有设定具体目标。

所以在 1992 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前，各方面特别是

经济学界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具有商品经济属性、

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争论是蛮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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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有时还上纲上线。由于市场取向改革成效显著，经济快速增长，

市场日益繁荣，人民生活迅速改善，加上党中央和邓小平的积极倡导

和大力支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探索，1992 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得到社会各界包括经济学界的认同

和拥护，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开拓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视野。紧接着，随着民营经济改革开放

后特别是 1992 年后的迅猛发展，1997 年，党的十五大报告确立了公

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2002年党的

十六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

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从而确立

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而日益丰富和

发展，其中最突出的是 2013 年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取代此前沿用了二十一年的基础性作用，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

论和实践更加完善。另一个是提出市场经济的法治化。1997 年党的十

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后，一些经济学家就提出建立法治市场经

济的构想。（见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2007 年版）2014 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作出《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

法治经济已成为理论界共识。2018 年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又

进一步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国际化，从而使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三化并立。 

任务带学科的另一突出事例是随着我国经济腾飞和社会全面进步，

除了理论经济学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研究的

大热门外，各种应用性强的部门经济学、专业经济学像雨后春笋般涌

现出来，成为新的研究热门。我们中国社科院从一个经济研究所发展

为六个经济学领域研究所，一些财经大学从几个学院变为二三十个研

究院，这些，都是在社会巨大需求的推动下得到发展的。 

第四，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新中国经济学的精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是与时

俱进、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实践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这方面最突出的当数我们对于发展问题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经

济发展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

进，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论著越来越多，占比越来越高。发展问题从

最高层次说起，1992 年，邓小平提出著名的发展是硬道理的重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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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接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

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新世纪初，鉴于我国

长时期粗放式发展，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增

长的瓶颈制约越来越突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于 2003 年提出

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相应的提

出要求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

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

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

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强调转向创新驱动发展。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出口迅速增长势头受阻，转方

式调结构任务更显突出。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逐步进入

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概括新常态三个特点是：“一是从高速增长转

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

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

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2013

年以来的实践，印证了上述判断。2015年中央关于制订“十三五”规

划建议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新发展理念是我们对于发展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是我国发展理

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 开放发

展、共享发展，对我国发展全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指路明灯。 

最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在经济理论上又有创新，一是把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

为基本经济制度；二是把土地、知识、数据单独列出，作为生产要素

按贡献参与分配。 

第五，适时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中国

改革开放已逾四十年，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而且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新鲜经验，从多方面突破了传统的

观念和理论，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经济学家提炼出许多创新性的理念、

思想和规律性成果。2015 年 11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

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016 年 7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又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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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

经济学的有益成分。2017 年 5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快构建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

科体系，包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些都表明党中央

明确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宏伟任务。 

简单回顾一下历史。1958年，在大跃进年代，曾经掀起过一次撰

写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高潮，全国各省市写出了十六本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但不久因大跃进失败也跟着消声匿迹。六

十年代初，中宣部曾要求孙冶方、于光远分别牵头各自写一本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于光远带领吴敬琏、陈吉元等，在厂桥中直招待所写

作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没有写成，只是陆续出版了由于光远署名的《政

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五集。孙冶方也集中了经济研究所主要

骨干，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有一段时间张闻天还参加讨论，一直

到 1964 年下半年受批判也未写成，1983 年去世时只留下一个初稿。

之所以写不出来，主要是那时我们还没有找到正确的适合中国国情的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很难系统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框框，没有

条件构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情况发生了

根本变化。由于我们找到了唯一正确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经济迅速腾飞，社会日新月异，我们积累了极其丰富的进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

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的创新成果，从而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创造了根本的条件。这些理论成果，最重要的有：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理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理

论，宏观调控理论，对外开放理论，不断演进的经济发展理论等。这

些创新理论成果，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梁八柱。 

需要指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艰巨的工程。

但可以肯定，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特别是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的不断推进，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不再走资本主义的

老路，在短时间内跨越到发达的现代化强国的客观规律性，将更加淸

晰地浮现出来。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深刻研究伟大的经济建设实践，

对丰富的实践经验作出理论概括，用经济学的范畴概念组合成逻辑严

密的体系。这是经济学家的光荣使命，也是经济学家研究活动的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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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舞台。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二 O一九年十一月 

 


